
為幸福小組禱告(5) 

為自己禱告～代禱前先為自己禱告 

◎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

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穿戴主所賜給我的全副軍裝： 

我奉主名戴上救恩的頭盔，宣告我的心思意念要專注在聖靈的引領上； 

我奉主名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，宣告我要警醒在主前，拒絕仇敵一切的謊言，站穩在耶穌基

督的磐石上永不動搖； 

我奉主名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，宣告我在耶穌基督的保護裏蒙遮蓋； 

我奉主名拿著信德當作籐牌，宣告我有信心可以抵擋仇敵的攻擊，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；

我奉主名拿著聖靈的寶劍，宣告我藉著神活潑的道，我能有功效地反攻、擊垮惡者並且奪回

被仇敵所偷竊的產業； 

我奉主名穿上平安的福音鞋，宣告我是屬乎主耶穌基督，我是主耶穌活動的約櫃，我要隨走

隨傳，宣揚那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 

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。 

～摘自台北真理堂網站 

◎宣告自己與家人蒙保護 

  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： 

  耶和華的恩惠、慈愛與我的家人以及我同在， 

  我們在人的面前是被接納、被尊重、被恩待、被愛，也是蒙恩寵的， 

  我們今天所說的話、所做的決定都在上帝的引導當中，我們會遇見對的人，做對的決定， 

  今天我們所做的盡都順利。 

  主啊!我把祢的十字架立在我們今天會遇見的人事物當中，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： 

  凡為攻擊我們全家做成的器械，必不會成功；所有仇敵透過我們遇見的人背後的黑暗權勢、 

  巫術、邪術，要攻擊、偷竊、殺害、毀壞我們的生命、健康、與人與神關係、財務、未來 

  命定、恩賜、創意的器械，都不亨通，主耶和華都與牠們相爭相戰，耶和華必拿著大小的 

  盾牌，起來幫助我們，抽出槍來擋住那追趕我們的(詩 35：3)；堅心倚靠祢的，祢必保守 

  我們十分平安，出也蒙福入也蒙福。阿們! 

 

◎祈求神賜愛靈魂的心 

  親愛的耶穌，感謝祢愛我，甚至愛到為我的罪捨命在十字架上，求祢把祢對罪人的愛充滿 

  我，使我有熱情去愛別人，求祢也把祢的眼光賜給我，使我能夠看見周圍許多人困苦流離， 

  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，祢憐憫的心腸就大大感動我，叫我被基督的愛激勵而興起傳福音、 

  作見證，並迫切為未得救的靈魂及幸福小組的運作禱告，因為深知一個罪人悔改，在天上 

  會極大地為他歡喜，較比為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。主啊!我知道有時候我會過於忙碌， 

  而忽略了大使命，求祢特別提醒我，有時候我生命軟弱，會失去動力與熱情，求祢將我扶 



  起，幫助我重新恢復愛人、傳福音的力量，謝謝祢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! 

 

◎祈求聖靈充滿 

感謝天父將聖靈賜給我，我也將身體、靈魂獻給神作聖潔的活祭，成為聖靈的殿，求聖靈現

在充滿我。  

我要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： 

聖靈用聖善的靈充滿我，使我勝過一切罪惡的權勢和試探引誘。  

聖靈用活水江河充滿我乾渴的心靈生命，使我得滋潤、滿足、潔淨。 

聖靈用醫治的靈，醫治我身心靈的一切疾病，使我得健康、得釋放、得自由……。 

聖靈把神的愛澆灌下來，使我靠聖靈得生命，靠聖靈行事為人，充滿神的愛、榮耀主。 

聖靈降臨在我身上，使我有能力傳福音、見證主名。阿們！ 

 

第五週：求神預備好土～真理之種成長結果 

◎為開幸福小組的同工禱告 

①求神為開幸福小組的同工開傳福音的門，使他們有好的機會能與預備好的人連結，並建

立美好的關係，得以傳講神的奧祕就是基督。 

西 4:3 也要為我們禱告，求 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，能以講基督的奧祕（我為此被捆 

      鎖）。 

②求主釋放聖靈的大能在開幸福小組的同工身上，好使他們有信心、大放膽量傳講神的  

  道，並同時透過他們，伸出神的手來醫治疾病，使神蹟、奇事因著聖僕耶穌的名行出來。 

徒 4：29-30 他們恐嚇我們，現在求主鑒察，一面叫你僕人大放膽量講你的道，一面伸 

           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，並且使神蹟奇事因著你聖僕（僕：或譯子）耶穌的 

           名行出來。 

 求神賜福給他們良好的默契，使彼此都可以臨機應變、隨時補上不足，使服事順暢進  

   行。 

代上 28:21 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，為要辦理 神殿各樣的事，又有靈巧的人在各樣的 

          工作上樂意幫助你；並有眾首領和眾民一心聽從你的命令。 

太 10:16 我差你們去，如同羊進入狼群；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，馴良像鴿子。 

 用使徒行傳 4:33 祝福他們 

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祝福□□、□□、□□(幸福小組同工名字)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，

並且一同參與幸福小組的人也都蒙神極大的恩典。 

徒 4:33 使徒大有能力，見證主耶穌復活；眾人也都蒙大恩。 

 

◎為慕道友禱告            

① 求主差派使者，為將要承受救恩的○○、○○、○○(未信者姓名)效力，攔阻仇敵在  

    他們身上所作偷竊、殺害、毀壞真理種子的工作，使○○、○○、○○明白所聽見的   



    真理。 

②   來 1:14 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、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嗎？ 

②   太 13:19 凡聽見天國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惡者就來，把所撒在他心裡的奪了去；這就是    

②           撒在路旁的了。 

求神堅固那曾因福音感動，甚至決志的○○、○○、○○(未信者姓名)的信心，吸引他 們 

  渴慕在基督的愛中與神親近、建立親密關係，當○○、○○、○○為了信耶穌而遭到家  

  人或別人嘲笑、反對甚至逼迫時，求主作他們的力量和盾牌，使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得以  

  繼續相信耶穌，堅定跟隨主。 

      太 13:20~21 撒在石頭地上的，就是人聽了道，當下歡喜領受，只因心裡沒有根，不過  

              是暫時的，及至為道遭了患難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 

求主除去○○、○○、○○(未信者姓名)世上的思慮與錢財的迷惑，就是那些纏繞在他 們 

  心中吃什麼、喝什麼、穿什麼、怎樣更成功、怎樣才能賺更多錢…等等的各樣思想與掛  

  慮，求主賜給他們愛慕屬靈事物的飢渴，使他們的生命願意看重並追求更認識神的話。 

太 13:22 撒在荊棘裡的，就是人聽了道，後來有世上的思慮、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，不能結 

實。 

求主賜給○○、○○、○○(未信者姓名)真實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所聽見的福音，願意 回 

  應神，起來建立新的生活方式，成為好土，生命結實三十倍、六十倍、一百倍。 

      提後 2:25~26 用溫柔勸戒那抵擋的人，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。叫他 們  

                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，可以醒悟，脫離他的網羅。 

太 13:23 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聽道明白了，後來結實，有一百倍的，有六十倍的，     

        有三十倍的。 

◎為慕道友用 5BLESS 祝福禱告 

 BODY  身體狀況  

禱告上帝會「照祂豐富的榮耀，在基督耶穌裡」供應他們的需求。(腓四：19) 

 LABOR  工作情形(學生則是 LEARING) 學習 

禱告他們能活得安然，辦自己的事，親手作工，以贏得外人的尊敬，不須仰賴他人 

(帖前四 11-12) 

 EMOTIONAL 內心世界 

為絕望的人禱告，使他們心思意念有平安，並將希望建立在上帝身上。 

 SOCIAL 人際關係 

    禱告他們擁有永遠對他們忠實的好朋友和家人，在逆境中支持他們 (箴十七：17) 

 SPIRITUAL 屬靈方面 

禱告讓上帝有恩慈領他們悔改 (羅二：4) 

~摘自<< 555 收割禱告手冊 (3 步 5 祝福)>>  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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